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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厚廷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
敏、袁隆平等8人“共和国勋章”，授予劳尔·卡斯
特罗·鲁斯等6人“友谊勋章”，授予于漪、张超等
28人国家荣誉称号。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涌现出无数可
歌可泣的杰出人物， 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气
壮山河的奋斗赞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
爱国奉献、担当作为、赤诚报国、创新创造，是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真实写照。

这些功勋模范人物， 无一不是伟大的奋斗
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出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成

长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期， 见证了新中国70年
的发展，是时代爱国奋斗者的缩影。在这一连串
闪亮的名字背后，都有着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们
当中有革命时期的战斗英雄， 有建设时期的劳
动模范，有改革时期的闯将先锋，都是公认的时
代楷模，是值得全社会尊崇学习的标杆。

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活动，是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举措，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时代精神
的现实需要。获得“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的功勋模范人物，是新中国英模群体的典型代表，
是所有一切矢志爱国、艰苦奋斗者的精神坐标。

行程万里， 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最动人的乐
章。以国之名义隆重表彰杰出功勋模范人物，弘

扬他们的精神风范，拨亮民族精神殿堂的灯火，
必将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荣誉感、责任
感、使命感，更好铸造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中国智慧。

新时代，奋斗者最风流。功勋模范人物不仅
是国家栋梁、 民族先锋， 也是我们身边可爱可
敬、可亲可感的榜样典型。以功勋模范人物为榜
样，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要做到既胸怀
理想、追梦远方，又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为实现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力
量；就要坚持立足岗位、奋发有为，以“平常时间
看得出来” 的作风、“危难时刻豁得出来” 的责
任、“关键时刻冲得出来”的担当，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梦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功勋模范是爱国奋斗者的精神坐标 阿毛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琴于
师襄子，学了十多天没练新曲子，师襄子
劝他练新曲， 孔子回答道：“我只熟悉曲
的流程，还没掌握方法。”过了一段时间，
师襄子又劝道，孔子说“还没领会曲子的
意境”。又过了很久，孔子再一次以“还不
了解作者”拒学新曲子。终于，某一日，孔
子怡然感慨：“我知道他是谁了！ 那人皮
肤深黑、眼光远大、体形颀长，是个统治
四方诸侯的王者， 此人除了周文王没有
别人。”师襄子闻后起身作拜说“此曲正
是《文王操》”。

从“孔子学琴”典故可以看出，正是
因为具有穷极真理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
韧劲，所以孔子能掌握曲中意境、触摸到
作者内心。此典意在告诫世人：学习须孜
孜不倦、纵深推进，当涵养不辞艰辛、含
英咀华的理念，于深挖细探中巩固升华、
强化认知。于党员干部而言，在学习教育
活动中， 要全面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邃思想和精神实
质，同样不能缺少“孔子学琴”式的钻研，
否则只会流于表面形式， 难以触及底蕴
与内涵。

毛泽东同志曾提出 “学习一定要学

到底”的观点，并强调“我们要振作精神，
下功夫学习”。“学到底”， 就是学习教育
应有的境界和彼岸，“下苦功” 是抵达目
标的路径和方式。 党员干部要理论学习
有所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就必须做到真
学善思、弄透悟实，全面系统学、深入思
考学、联系实践学。只有切实领悟和掌握
党的思想理论的丰富内涵， 做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才能算学到了家、学到了
手。

学习教育是党员干部的终身科目，
一点也不能马虎、 半刻也不应耽误。其
实，无论是党史国史或者党章党规，往往
每一句话都包涵重大意义， 甚至每一个
词都蕴藏深刻要义。 缺乏原原本本读原
著 、思原文 、悟原理的耐性 ，缺乏 “博学
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
毅力，是不可能学有所得、学有所成的。

当然，每名党员干部囿于知识基础、
学历背景、能力经验等，学习教育中领悟
力与参透力会有差别， 但这并不能构成
学习教育成效欠佳的理由。《中庸》有云，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学习
教育贵在反复打磨、不怕失败、持之以恒
的精气神。果如此，岂有不能强化党性、
提升本领的道理？

学习教育当以“孔子学琴”为鉴

王鸣镝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 , 县长刘建军
是当地首屈一指的直播网红。 作为一名有着数
以万计粉丝的“抖音县长”，刘建军经常在短视
频平台开设直播，并发布大量短视频，内容多为
办公日常、 网民问政等， 并带动县里30多个单
位，都开始了政务直播。

刘建军下决心试水抖音、 开通直播的初衷，是
考虑到用传统方式宣传多伦价格昂贵，捉襟见肘的
县财政难以承担。从去年九十月开始，刘建军每天
坚持直播，哪怕面临质疑，也从不放弃、从未间断。
今年7月，“越野车碾轧草原”事件发生后，他曾连发
8条短视频， 敦促当事人归案。 让此事迅速形成热

点，引发媒体跟进，涉事者很快主动归案并道歉。
从“网红县长”直播卖桃十几分钟成交150

万，到“抖音县长”刘建军开通政务直播，不少地
方领导干部将“时尚”导入工作，向世人展示了
新潮的一面。这些领导干部主动将自己置于“聚
光灯”下，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既是工作创
意也体现了为民心意，值得点赞。

敢于在工作中创新方式并且持之以恒，需
要有强大的自信。政务直播将干部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 只要当事人用
心纯良，就不会是一个“秀场”，就会成为干群的
“连心桥”、民情的“回音壁”、作风的“放大镜”，
倒逼党员干部提高业务素质。

官员娴熟运用新媒体，折射出“官念”之变、

理念之变，是开放型政府的真实展现。当然，政务
直播是一种有益探索，却不是一把“万能钥匙”，
不可能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一切难题。政务直播也
不能是一种随意的行为，不仅需要一心为民的真
诚与勇气，更需要专业的策划运营以及常态化的
体制机制，从而使其更具吸引力与生命力。

互联网已经覆盖群众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成为社会舆论传播和民众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必须主动适应网络信息
时代发展趋势，主动提升自身网络素养，以开放
的胸襟、坦诚的态度、实干的举措去赢得网民的
信任和理解。期待看到更多的“网红书记”“抖音
县长”，期待领导干部能及时将广大网民的意见、
意愿和智慧转化为执政施政的重要力量源泉。

“抖音县长”：创意中表现为民心意

杨朝清

近日，在湖北宜昌东火车站，某电视
台签约演员刘露无视安检规则，自行将易
燃压缩气罐带进候车室， 在被值班站长
请离后大喊大叫，严重影响车站秩序。在
车站民警到达现场后，她仍然出言不逊、
辱骂叫嚣， 最终被警方强制带离并被处
行政拘留五日。

有着清纯长相的刘露 ，在网剧 《时
光与你都很甜 》里塑造的角色 ，显然与
她在高铁站里的表现大相径庭。先是违
背规则，在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发生摩擦
和纠纷之后不懂得“有话好好说”，而是
通过撒泼的方式来发泄不满，眼里没有
一点对制度和规则的敬畏，现实生活中
的她可能还沉浸在网剧的迷梦里没有
清醒。

“我需要一双袜子，不然我5000块钱
的鞋子承担不起我这只脚”“我是公众人
物”“你完了”———面对恪尽职守的火车
站工作人员，这位自诩“高人一等”的年
轻人 ，言语间充满炫富 、自夸 、自矜 、狂

妄、暴戾之气。显然，这位“公众人物”没
有将这些努力工作、 认真生活的普通人
当一回事。

每个人都需要在这个世界找对自己
的位置。名利双收的影视行业，很容易让
一些年轻从业者欲望膨胀、迷失自我、目
中无人，一旦觉得面子和尊严受到侵犯，
他们常用剑走偏锋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发泄愤怒。

公众人物并不意味着可以漠视规
则，更没有绕过规则的特权。不管青年演
员刘露算不算得上是“公众人物”，这种
打着公众人物的旗号来为自己的失范行
为寻找借口的做法， 可以说是一种浅薄
无知。

失去对规则的敬畏， 人的欲望就会
成为脱缰的野马， 社会将是一片杂乱的
丛林。作为成年人，演员刘露要为自己的
失范行为付出应有代价。“吃一堑、 长一
智”，是人生成长的历练过程。希望这位
年轻演员能以此为鉴， 更加清晰地认识
自己， 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该肩负的道义
与责任。

“高铁站撒泼的女演员”该醒醒了

为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日前，杭州市江干
区人民法院首次运用微信小程序，在法院官网、公
众号以及特定朋友圈同时同步投放执行悬赏令。
该法院表示，通过悬赏的方式，借助社会各方力量，
给失信人员制造压力， 最终迫使其主动偿还债务。
悬赏奖金经过申请人同意， 为执行标的的5%—
10%，从追回的执行款中扣减发放。

据悉，因为简单便捷，朋友圈反响热烈。不少
网友表示，这种“互联网+抓‘老赖’”的方式，作为
提高生效裁判自动履行和打击拒不执行行为的辅
助手段，不妨一试。 画/刘军 文/固始

朋友圈抓“老赖”，
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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